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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個強颱風「瑪莉亞」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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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 8 趟航班取消 綠島蘭嶼疏運 4000 旅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何德花及台灣媒體報道，台灣氣象局昨日
下午 2 時 30 分正式發佈強烈颱風「瑪莉亞」海上颱風警報，警戒範圍
包括台灣北部、東北部及東南部海面，這是今年第一個侵襲台灣的颱
風。由於颱風結構完整來勢洶洶，全台都精神緊繃嚴陣以待。與此同
時，福建省亦提升防颱風應急響應為Ⅲ級，兩岸共有 8 趟航班受颱風
影響被取消。

台灣災害應變中心表示，今日和明日
是影響最劇烈時期，加上明日適逢

大潮，已啟動相關海陸防災作業措施和
供水方案。
台灣客輪公司昨日上午疏運綠島和蘭
嶼近 4,000 名旅客返台，客輪一艘接一艘
進入台東富岡港，不到 1 小時載回上千名
旅客。

防範農林漁牧受災
基隆大武崙溪在去年大雨致災嚴重，
當地負責人昨日視察大武崙溪段清淤及
防颱準備。
雲林縣特別提醒農林漁牧防範。青葱、

葉菜類等易受風雨損害，已屆收穫期應盡
速採收，大宗蔬菜如甘藍、結球白菜等請
農民團體協助農民增加購貯入庫冷藏。已
屆採收期的水果如文旦柚、鳳梨、木瓜、
香蕉及楊桃等，必要時盡速採收貯藏，正
值發育期水果如甜柿及柑橘等加強果園排
水及枝幹架設支柱等。

明日登陸晉江沿海
另據報道，「瑪莉亞」昨日下午也進
入福建 48 小時警戒線，今日白天進入 24
小時警戒線，明日上午以 14 級左右的強
颱風登陸福建晉江到福鼎沿海一帶。福
建省已提升防颱風應急響應為Ⅲ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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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廈門航空有限公司了
解到，廈航對今日、明日的部分航班進行
了較大調整，共有 8 趟兩岸航班受颱風影
響被取消，分別為10日（今日）的長沙至
桃園航班、廈門至松山航班、桃園至長沙
航班、松山至廈門航班，11日（明日）的
廈門至桃園航班、福州至桃園航班、桃

連戰設宴替盧秀燕台中選舉拉抬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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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至廈門航班、桃園至福州航班。
福建海峽高速客滾航運有限公司亦發
出通知，受「瑪莉亞」影響，後天（12
日）台灣海峽風大浪高，不符合「海峽
號」載客安全航行最低條件，「海峽
號」定於 12 日第 18153 次平潭往返台中
航班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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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
國民黨前主席連戰昨日邀請現任黨主
席吳敦義、前台灣立法機構負責人王
金平，及台中紅、黑派大佬等在台中
餐聚，為國民黨台中市長參選人盧秀
燕拉抬聲勢。
據台媒報道，與會的前藍委郭榮振
透露，這些地方大佬只有連戰出面才
有辦法齊聚在一起，餐聚氣氛活絡，
大家都認同台中市長選舉一戰是國民
黨再起的重要指標。
王金平在現場也向媒體強調「今天
是受連戰邀請，特別出席餐聚」。大
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進場時先是強
調「我是來吃飯的」，這裡頭都是老
朋友，要幫盧秀燕是大家的事情，大
家努力，讓年輕人去拚。被問到派系
整合如何？他說，大家就是要團結。
針對盧秀燕的選情，吳敦義在會前受
訪時表示，盧秀燕的選情一開始有些差
距，現在支持度已開始領先。至於盧秀
燕本人出席餐會時，媒體報道：「十分
低調」，沒接受現場媒體採訪。

傳媒研習營南京開營 江蘇歡迎台青前來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 ） 「 相 約 荔 枝 ——
2018 蘇台大學生暑期
傳媒研習營」昨日在
南京開營。江蘇省台辦副主任李衛華在開營儀式上表
示，江蘇非常歡迎和支持台青前來遊學、就業、創業，
並且馬上會在「惠台 31 條」的基礎上出台進一步的細
化措施。
本次研習營由江蘇省台辦主辦，江蘇省廣播電視總台
國際事務部（港澳台聯絡部）承辦，來自台灣輔仁大
學、佛光大學、正修科技大學的 20 位同學，以及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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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 16 位同學參加。在為期 18 天的研
習營活動中，兩岸大學生將在江蘇省廣播電視總台學習
相關業務知識，參加節目錄製，並參觀中山陵、抗日航
空烈士紀念館等歷史遺蹟和部分台資企業。
同學們根據此次活動的見聞感受，在導師的指導下分
組拍攝製作一則視頻短片。這些微視頻將在網絡平台上
進行展示，並參與後續的微視頻大賽。在去年舉行的首
屆研習營中，兩岸大學生共同製作的微視頻在網上反響
強烈，獲得了數百萬的點擊量。

參觀台灣鄉親如何創業興業
李衛華指出，江蘇是大陸改革開放的縮影，是歷史

與現實交相輝映的地方。江蘇還是大陸與台灣歷史淵源
最深厚、現實聯繫最緊密的地區之一。目前，累計已有
2.6 萬家台企選擇在江蘇投資，蘇台每年的貿易額佔兩
岸貿易額的 1/5。本次研習營將安排同學們參訪台企，
讓大家實地看看台灣鄉親在江蘇如何創業興業。
此外，江蘇還有 12 家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示範
點）、9 家省級台灣青年就業創業基地，是大陸兩岸青
年創業就業平台最多的省份。
「南京很熱，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也很熱情。」來自輔
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二年級的女生黃詩婷說，希望經由
這次研習營，更加了解大陸，並和大陸的同學彼此交流
學習。

■江蘇廣電總台副台長任桐向兩岸大學生授予研習營旗
幟。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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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
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
、市長陳如桂等四套班子領導
會見同心成員李賢義、
會見同心成員李賢義
、李華
李華、
、姚振華
姚振華、
、陳紅天的代表等出席廣東扶貧濟困日活動的愛心企業家並座談
6月29日，深圳市舉行了「關愛貧困人口，助力脫貧攻堅」深圳市．2018
廣東扶貧濟困日活動，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市委副書記、市長陳如桂等
四套班子領導會見了同心慈善基金會理事長李賢義，同心俱樂部監事會主
席李華，同心俱樂部副主席姚振華及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天的代表等愛心
企業家並座談。市委常委、秘書長高自明，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高振懷，
副市長黃敏，市政協副主席王璞，市政府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李廷忠，市
民政局局長廖遠飛等領導參加會見。

廣東省委統戰部李煥春副部長一行到訪同心俱樂部
並與俱樂部陳紅天主席等同心成員座談交流
6月20日，廣東省委統戰部李煥春副部長一行到訪同心俱樂部，受到全國
政協委員、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席，深圳市委統戰部原巡視員尹小滿，同
心成員文沛榮、林東亮、曾少強等廣東省政協委員熱烈歡迎並親切座談。
李煥春副部長高度評價了同心俱樂部在政商聯誼交流、公益慈善助貧、
深港交流合作等領域及促進深港兩地經濟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希望俱樂
部在同心思想辦會宗旨指引下，圍繞國家經濟建設、深港融合、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做出更多貢獻。

同心慈善基金會、9家同心成員旗下企業在廣東扶貧濟困日捐款1.93億元
同心慈善基金會、12家同心成員旗下企業、1位同心成員獲紅棉杯表彰
6月29日，同心慈善基金會、9家同心成員旗下企業在「深圳市2018年廣
東扶貧濟困日暨深圳慈善日慈善月活動」現場舉牌認捐共1.93億元。其中：
順豐速運集團認捐6000萬，騰訊公司認捐3000萬，祥祺集團認捐2000萬，香
港信義集團認捐2000萬，海王集團認捐2000萬、卓越集團認捐1500萬；華強
集團認捐1000萬，寶能集團認捐1000萬元，同心慈善基金會認捐600萬，金
活關愛基金認捐200萬。
同心慈善基金會、12家同心成員旗下企業，1位同心成員獲得2017年度廣
東紅棉杯獎。同心慈善基金會及同心成員旗下企業：佳兆業集團、騰訊公
益慈善基金會、新世界（中國）地產、海王集團、祥祺集團、寶能投資集
團、廣勝達慈善基金會獲得紅棉杯金杯；華強公益基金會獲得銀杯；寶德
投資控股，卓越置業集團、華訊偉業、中意集團獲得銅杯。同心成員、俱
樂部秘書長區綺文總裁獲得了紅棉杯個人銅獎。

同心成員應邀出席深圳市統一戰線各界代表人士扶貧濟困座談會
現場認捐562萬資助百色貧困大學新生
6月28日，深圳市委統戰部召開「深圳市統一戰線各界代表人士扶貧濟困
座談會」，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林潔等領導出席。同心俱樂部常務
副主席李賢義，監事會主席李華，副主席鄒建民，同心成員區綺文秘書
長、孫蘊董事長、林振偉董事長，同心青委成員陳鵬宇、周燦坤等統一戰
線各領域代表人士應邀出席。
同心成員現場認捐562萬元資助廣西百色貧困大學新生。其中，同心監事
會主席李華認捐231萬元，李賢義常務副主席認捐90萬元，陳志列常務副主
席認捐81萬元，鄒建民副主席認捐72萬元，同心成員：林振偉董事長認捐
48萬元，黃舜董事認捐30萬元，梁錫光董事長認捐10萬元。
會上，林潔常委還向為2017年深圳統一戰線扶貧濟困活動捐贈的同心成
員李華、區綺文、林振偉、趙心竹等愛心企業家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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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交流。
考察團一行參觀了湛江市城市規劃展覽館；在吳川市市長曹棟等有關領
導陪同下參觀了同心成員楊松董事長總投資1.5億元捐建的吳川市塘綴鎮楊
赤裏村新農村建設項目；還赴化州參觀了全國人大代表、同心俱樂部副主
席陳華偉先生支持建設的茂名化州最美鄉村黃槐垌村的新農村建設；赴三
亞參觀了同心成員游忠惠董事長旗下海雲天教育考試南方命題服務基地項
目和王華君董事長旗下亞龍灣水岸君悅項目。
同心成員（排名不分先後）陳紅天，徐航、李華、陳華偉、李小勇、黃
若虹，梁滿林，王華君、區綺文、楊松、吳邦興、姚永寧、周福新、黃
舜、屠方魁、游忠惠，市委統戰部原巡視員尹小滿，俱樂部副秘書長劉南
星等參加。

湛江市委副書記、市長姜建軍等市委市政府領導
會見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席等同心考察團一行並座談交流
6月10日至12日，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太平紳士、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席
等同心考察團一行20多人應邀赴湛江市和三亞市參觀考察。在湛江考察期
間，受到湛江市委副書記、市長姜建軍等市委市政府領導的親切接見並座

■湛江市委副書記、市長姜建軍等市委市政府領導會見同心俱樂部
陳紅天主席等同心考察團一行並座談交流

•6月8日 同心俱樂部陳紅天
主席、舒心、王大富、區綺文、
楊松、吳邦興、陳欽鵬、趙利
生、黃育存等同心成員（排名不
分先後）應邀到市政協常委、同
心成員陳國雄董事長旗下梵思諾 ■廣東省委統戰部李煥春副部長一行
參觀交流。
到訪同心俱樂部並與俱樂部陳紅天主
•6月21日 東莞市政府主辦的 席等同心成員座談交流
2018東莞市產業招商大會。廣東
省及東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梁維東，市委副書記、市長肖亞非
等領導出席，同心成員（排名不分先後）王衛、王再興、鄒建民、高雲
峰、肖潭平等應邀參加。
•6月24日 同心俱樂部陳紅天主席、黃文仔、陳華偉、許明金、梁滿
林，王少主、周福新等同心成員（排名不分先後）一行應邀赴廣州與全國
政協委員、長隆集團蘇志剛董事長舉行座談交流，交通銀行廣東省分行行
長周寶志、企業家張偉、李偉波、張葉、趙志明等出席。
•6月29日 同心成員、俱樂部秘書長區綺文總裁應邀做客深圳廣播電台
先鋒898公益民心橋欄目，與廣大聽眾分享了同心俱樂部及同心慈善基金會的
發展歷程和以「同心」思想為指引，致力於搭建公開透明的公益慈善助貧平
台的理念和做出的貢獻；同心俱樂部及同心成員歷年慈善公益捐贈超過100億
元，年均捐贈超5億元，是扶貧濟困和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6月24日 深圳法院開放日暨港籍人民陪審員任命宣誓儀式在前海國際
會議中心舉行，同心成員孫蘊董事長等19位港籍人民陪審員宣誓就任。俱
樂部副主席梁滿林、同心成員、俱樂部秘書長區
綺文總裁等出席見證。
•6月8日 同心成員紀力駒董事長旗下凱達爾
樞紐國際廣場（ITC）封頂儀式隆重舉行。同心
俱樂部永遠榮譽主席、深圳市委原常委、原副市
長張思平，深圳市委統戰部原巡視員尹小滿，同
心成員（排名不分先後）區綺文、紀力駒、吳邦
「同心俱樂部」
興、羅文華、趙利生、黃育存、同心青委成員周 歡迎關注
虎山等應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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